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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购物中心开始发力健全或升级餐饮配套

设施，以吸引更多的人气和客流，双方相互促进，达

到的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连锁餐饮

与商业地产合作论坛”上，包括万

达、正大以及大悦城在内的资深商

业地产开发机构纷纷表示，受互联

网的巨大冲击，购物中心已从过去

的依赖百货和快时尚为主的销售终

端，步入以体验为主的体验终端，

其中餐饮业日渐成为购物中心的

“主力军”。

餐厅取代百货
成购物中心“主力军”

“之前提到购物中心的‘主力

军’，大家就会想到百货和超市，以及

ZARA这样的快时尚品牌。但如今，

由于电商冲击和商品同质化问题，它

们对购物中心客流的贡献度越来越

低，而餐饮业则日渐成为购物中心的

‘主力军’。”中梁置地商业管理中心

副总经理危建平表示，目前大悦城日

均客流 7万多人次，共有 1.9万平方

米的餐饮面积，60%前来就餐的客户

都会同时选择消费其他商品。

危建平透露，截至去年底，全国

5 个大悦城共有 401 家餐厅，而在

2012年底，这个数字还是352家。从

面积上来说，29%的餐饮经营面积，

给大悦城贡献了24%的销售额。

同样的情况还也出现在正大广

场，正大商业房地产管理有限公司首

席运营官连允真表示，目前正大广场

餐饮业的营业额一年维持在 10 亿

元，正大面向餐饮业的整体出租面积

达4万多平方米，且销售额连续十几

年保持两位数增长。

“由于餐饮业本身就是一个带有

很强的体验和客户互动的行业，因而

在中国消费日渐趋向多元化的今天，

餐饮业无疑就成了购物中心的‘救命

稻草’。”万达商业地产餐饮招商部副

总经理张辉认为，未来的购物中心首

先要做好餐饮业，让餐饮业有更多公

共空间可以让消费者互动，其次需要

布局儿童产业，最后要引进各种院线

娱乐，购物中心现阶段的目标就是营

造体验。

宴会餐厅逐步退出
大众餐厅回归

餐饮业虽然能为购物中心带来

客流，但也并非越多越好。危建平指

出，大悦城目标客户偏年轻，主要年

龄层次在18-35岁，因而在口味上大

悦城试图全覆盖，不会将具有相互竞

争的品牌放在一起。在客单价方面，

由于一个大悦城的餐饮企业约有

50-70家，因而客单价会选择维持在

220-330元，不会太高。

大悦城这种以大众餐饮业为主

的餐饮招商模式，也同样被正大所认

可。连允真告诉记者，占地面积在

1000平方米以上的餐厅在正大所占

比例越来越小，而那些占地在300平

方米到 500平方米的餐厅比例正显

著提升。他说：“宴会型餐厅回转率

不够，开一个店要至少 8-10年才能

收回成本，拿广州蕉叶来说，原本它

在正大的面积是 1500平方米，现在

缩减到900平方米。”

作为深耕商业地产十多年的万

达也有同样体会。张辉表示，餐饮业

所占比例究竟是多少，在万达看来其

实并没有定数。因为根据不同城市、

不同地段，餐饮业所占购物中心的比

例是不同的。

张辉说：“一般来说，万达商业

广场的常规面积是 16 万平方米到

18万平方米，其中餐饮业占地面积

将近 2 万平方米。不过，万达在引

进餐饮企业时有 2 个要求，一个是

品牌数量，一个是品牌质量。数量

方面不能少于 30家，质量方面万达

希望保留‘一店一色’。就拿湘菜这

一菜系来说，万达会按照湘菜餐饮

店的不同口味，区别引入，保证消费

者在每家店吃到的味道不一样。”

引入大众餐饮带来客流

购物中心加注玩“体验式”商业

■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在日前结束的“第 17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上，传统影视圈“大

佬”“约会”互联网“新贵”，究竟是

合作双赢，还是“刀剑相向”？博纳

影业创始人于冬、天娱传媒副总裁

彭力以及阿里娱乐宝项目副总监

米誉峰等业内人士指出，互联网让

传统大片“分崩离析”的同时，也为

影视制作开了另一扇窗。

“粉丝经济”全面来袭

今年，由郭敬明导演的《小时

代》系列大获丰收，创造了《小时代

1》4.8亿元的全国票房以及《小时

代 2》2.94亿元的全国票房。从作

者变身导演，郭敬明的“突围”着实

让许多传统电影人“看不懂”。

作为博纳影业的创始人，于冬

表示，博纳做的大部分电影是不赚

钱的，只有少部分电影是赚钱的，

而现在一个《小时代》出来就能有

那么大的市场号召力，让大家不得

不承认时代变了，现在“粉丝经济”

也能给电影赚钱了。

于冬说：“影视行业的拐点已

经到了，未来将是洗牌和重组的阶

段。对于任何一个电影公司来说，

已有的传统经验和模式，都可以翻

篇了，如果没有未来的规划和布

局，可能就会被淘汰出局。”

而伯乐营销总裁张文伯则更

大胆预测，今年国内电影市场将演

变成为一场“粉丝”狂欢。而这个

狂欢主要由两部影片主导，一个是

郭敬明导演的，即将在7月17日上

映的《小时代 3》。还有一部则是

由韩寒导演的，在7月24日上映的

《后会无期》。

“跨界打劫”
源于类型片缺失

如果说“粉丝经济”仅仅是给

传统电影人注入了一股“新势力”，

那么以电视节目《爸爸去哪儿》改

编的电影一举夺得票房冠军，则更

显得像是一场“跨界打劫”。

记者了解到，电影《爸爸去哪

儿》在全国范围内收获了7亿元的

票房，这对于一部传统的电影作品

来说简直是“好莱坞式”奇迹。

对此，天娱传媒副总裁，天娱

影业总经理彭力表示，《爸爸去哪

儿》在影院票房上的成就，也完全

出乎他的意料。他说：“我一直在

反思这个问题，我们的成功是不

是因为今天的电影行业产业盘子

还太小，实际上我们不是来搅局

的，我们认为蛋糕可以做得更

大。”

于冬指出，面对《爸爸去哪儿》

的成功，自己也有所反思，是不是因

为我们家庭题材电影的缺失，比如

之前成功的小成本片《泰囧》是因为

我们的电影缺乏现实题材。“实际

上，《爸爸去哪儿》题材创意是好的，

尽管有投机行为。但从创意到运

作，最后在市场上推出，整个过程都

是值得肯定的。作为电影界的同仁

要看到我们现在行业市场的变化，

春节期间那么大的票房市场，家庭

消费是其中最重要的市场机遇，而

我们没有一部家庭消费的电影，结

果《爸爸去哪儿》填补了空白，创造

了奇迹。”

互联网为传统影视
注入新血液

《爸爸去哪儿》的“横空出世”

让传统电影人开始反思，也让传统

电影制作思路得到革新。

阿里娱乐宝项目副总监米誉

峰指出，过去传统影视公司做的是

推送，影视公司生产什么内容，消

费者就要接受什么。而《爸爸去哪

儿》则是消费者想看什么，影视公

司才去拍什么，这中间是互联网搭

建起了内容制作和消费者需求之

间的桥梁，“基于这个判断，我们可

以知道影视公司可以做很多的其

他内容。拿娱乐宝来说，它有点像

预售，电影还没上映，用户就以投

资的方式表明了对这个电影的支

持程度。”

互联网对传统影视产业的推

动不仅体现在内容制作，还体现在

线下销售。

彭力表示，未来中国会有大量

的国产电影产生，也会有更多欧美

电影进入中国市场，而我们的排片

有限，遇到拍片拥挤怎么办？互联

网就给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

很大的空间。不仅如此，电影这种

单一产品还能在互联网上有新的

衍生品，如游戏开发等，这些衍生

品都可以尝试用虚拟化产品的方

式引导消费者介入，这都是未来传

统影业和互联网可以合作的地方。

互联网“新贵”
改写影视制作老规矩

■本报记者 任姝玮 浦东报道

“阿姨，这边扫一下。看，你

买的番茄来自上农批。”

6月17日，上钢菜市场内热闹

非凡，沪上市民拿着刚刚买好的蔬

菜肉类，来到宣传台前“验明正身”，

上海市商务委2014年食品安全宣

传周主题日活动正在此举行。

作为承办方浦东新区商务

委，组织肉类、蔬菜、水产、粮食、

冷鲜禽等企业代表在现场划区设

摊，接受市民关于食用农产品安

全、追溯信息查询运用等与市民

菜篮子安全密切相关的问题咨

询。市酒类专卖局、蔬菜集团、上

农批、明珠湖、凯农、淘粮、光明渔

业等相关单位也参加此次活动，

市酒类专卖局还辟出专区，通过

专家宣讲、编印资料的方式，普及

酒类识假防骗知识。

浦东新区商务委还专门在自

己展台上设置了食品安全追溯系

统的终端机器，一边展示终端机

的使用方法，一边向市民介绍食

品安全追溯系统的运作原理。据

介绍，浦东从 2005年开始探索食

用农产品流通追溯建设，2011年

开始全面推进食品安全追溯系统

的建设，目前全区190家标准化菜

市场已经全部建成安全信息追溯

系统。除了蔬菜肉类，浦东还试

点建设有水产品、牛（羊）肉和粮

食追溯系统。在生产流通消费环

节追溯系统将全面覆盖批发市

场、菜市场、超市、大卖场和餐饮

单位，品种将覆盖粮食、牛（羊）

肉、蔬菜、水产品等。

不过，相对建设完善的硬件

条件，目前食品安全追溯系统运

作的软件反而是个难题。在客菜

和本地菜的信息管理中，客菜反

而比本地菜的信息完善。此外，

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甚至不知道

可以通过购物条形码去查询食品

的安全。

据介绍，本次主题日宣传活

动就是希望以“食品溯源，安全放

心”为主题，展示食品流通安全信

息追溯系统建设成效，加强对食品

安全信息追溯公益知识宣传，提升

市民对食品安全信息追溯体验。

“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多媒

体、多角度、多层次、公众化的宣

传方式，让市民与食品信息追溯

系统进行零距离接触，真正实现

‘流通千万里，追溯零距离’的建

设宗旨。”浦东新区商务委相关负

责人说。

另据消息，《上海市食品安全

信息追溯管理办法（草案）》近日

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该管理办

法有望成为国内首部食品安全追

溯的地方政府规章。

上海市从2005年开始调研追

溯系统建设并形成方案，在 2006
年初开始在部分生猪定点屠宰

场、肉类批发市场和标准化菜市

场开展猪肉追溯试点，经过长时

间的建设和发展，目前食品流通

安全信息追溯的覆盖面由猪肉、

蔬菜扩大到牛羊肉、水产、粮食、

禽类等品种。

为了进一步推进追溯系统的

建设和发展，针对建设过程中存

在的法律法规不完善、责任主体

不明确、监管主体缺位、运行维护

不到位等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

题，市商务委会同市食安办，启动

食品安全信息追溯地方立法调研

和起草工作，论证食品安全信息

追溯地方立法内容的可行性与实

效性。

此后市商务委会通过召开座

谈会、书面征求意见等形式，征集

各部门和本市部分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的意见，积极吸收和采纳合

理建议，进行全面梳理、修改和完

善，形成《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

溯管理办法（草案）》，并正式向社

会征求意见。

据悉，下一步市商务委将会

同其他部门对管理办法的内容进

一步完善，争取在年内正式出台

《上海市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理

办法》。

流通千万里 追溯零距离
——记浦东新区商务委食品安全宣传日活动

在很多购物中心，

以家庭和白领为主体

的大众餐饮渐渐多起

来。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